
第肆章 個案分析與模式建構 

本章係分別以市場導向和創業導向來分析個案公司的經營理念與營業運作行為。

「導向」指的是一功能或目標導向支配組織內的思考方式、決策制定的方式及人們工作

的方式之程度（Pearson, 1993），因此可用來分析組織中的信念與行為。由於高階管

理者的經營理念會影響整個公司的經營理念與組織文化之形成，組織的導向更是高度依

賴高階管理者的能力及所致力的方向（Changanti ＆ Sambharya, 1987），因此本研究

也首先分析包含領導者的經營思維與企業經營方針的公司經營理念，進而分析個案公司

對市場的掌握與回應之營運行為，最後也分析個案公司用以創造顧客價值的提案之形成

方式。 

在市場導向方面，過去學者對市場導向的定義仍無一致的見解，但已有學者紛紛提

出整合性的定義，而在魏聖忠（2002）所提出整合文化和行為兩主流觀點的市場導向定

義中，也釐清了 Kohli and Jaworski（1990）與 Narver and Slater（1990） 兩者在觀

點與層次上的差異。亦即，Narver and Slater（1990）是屬於文化面的價值規範與策略

引導準則的層次， Kohli and Jaworski（1990）則是行為面的行動步驟與戰術遂行活動

的層次。而為了能清楚呼應市場導向不同層次的概念，本研究在分析公司整體的經營理

念上係依照 Narver and Slater（1990）的觀點，採用顧客導向、競爭者導向、跨功能

協調的構面；對於組織的營運行為方面，則採取 Kohli and Jaworski（1990）觀點下市

場情報蒐集、市場情報擴散與市場情報回應的構面。顧客導向係指企業能充分了解其顧

客心目中產品的獨特價值，除了要對現在的需求加以分析，還要去預測市場動盪變化

下，顧客需求所可能發生的改變；競爭者導向係指企業要針對其現存的及潛在的競爭者

進行分析，去了解他們短期內所有的優勢及缺點，以及長期下所可能發展出的能力策

略，進而發展出因應的對策；跨功能協調係指公司進行行銷及各種資源的協調，有效運

用公司資源為顧客創造卓越價值，而事實上此三個構面已包含了市場情報之蒐集、擴散

與回應（Narver & Slater, 1990）。至於市場情報的內容則廣泛包含了顧客相關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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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相關情報等其他市場力量的情報（Kohli & Jaworski, 1990）。 

另一方面，本研究以創新性、風險承擔和預應性做為創業導向的分析構面（Miller, 

1983）。創新性意指組織對創意新構想、新事物、新程序或試驗活動，以及從事新產品

/服務開發，或引進新科技程序的支持程度或傾向（Lumpkin & Dess, 1996）；風險承

擔指的是經營者或經理人願意對資源做大膽且承受風險的傾向程度（Miller & Frieson, 

1982）；預應性指的是一種前瞻性的觀點，一種藉由預期並追求新市場機會、參與即將

出現的市場而率先有所行動之傾向（Lumpkin & Dess, 1996），能促進辨認新的市場機

會，並對那些機會採取行動（Miller & Frieson, 1982; Venkatraman, 1989）。 

 

第一節 個案分析 

一、市場導向 

（一）JASCO 

1. 經營理念： 

在顧客導向方面，公司領導者強調要真正了解顧客，滿足其需求以達到顧客滿意，

進而與顧客建立互信互賴的夥伴關係，並保持與顧客間的接觸與互動。發揮總合力、透

過不斷提供能滿足顧客期望和需求的產品，為現在和未來人類提供貢獻。在公司的經營

方針中，重視從與顧客交易一開始就已充分掌握顧客需求，解開顧客的問題，並以顧客

滿意為己任，透過激勵員工自我實現的方式使其樂在工作，也更能自發性地帶來顧客滿

意的提昇。另外，追求顧客感動的新經營理念，不僅做到全套解決方案的提供和顧客滿

意，更要讓顧客感動，可見公司強調創造真正具價值之產品或服務，並主動幫顧客想如

何透過 JASCO的產品/服務去解決其問題，亦即主動結合本身的能力與顧客之需求以創

造出最佳的產品與解決方案。公司的速度經營亦強調隨時獲取最新市場情報，依據最

新、最正確的資訊做出決策並予以回應，授權第一線技術與銷售人員給予顧客立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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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充分展現出市場導向中獲取市場情報並予以及時回應之特色。另一方面，公司也

強調要從技術人員的觀點、角度，來進行營業銷售活動。透過具備技術專業知識的技術

銷售員，或是派遣技術人員直接到市場上與顧客接觸，都顯現出公司重視跨功能整合組

織資源以及時掌握顧客/市場需求並予以回應，創造符合顧客真正需求的價值。 

2. 對市場的掌握與回應 

在市場情報蒐集方面， JASCO會利用各種管道與方式來蒐集市場情報，例如：全

國服務中心不僅提供技術服務，也是取得顧客資訊與顧客要求的管道，技術員常駐服務

中心以及時提供服務；全國代理店網從儀器的維修、應用、支援等後續服務中，察覺顧

客的需求與聲音；此外，還透過與顧客直接商談的方式獲取顧客情報，例如技術研究班

之專業人員以其經驗與技術為基礎不斷與顧客做技術商談；而每年 1-2月還會主動到顧

客公司聆聽顧客抱怨、實地了解客戶公司經營的目標及其所面臨的困難與問題等；另一

個獨特的方式是，不論顧客提出什麼樣的訂單與要求，縱使可能不賺錢、虧本或是必須

量身打造，公司全都會接受，公司即能從各式各樣的要求中不斷去察覺顧客未來新需

求。在情報的擴散與回應方面，市場情報取得之後，公司也會對這些資訊做進一步處理，

並由一群專業人員思考顧客解決之道。另外，公司的技術研發人員實際從事市場銷售活

動，身兼銷售人員，這也有助於具豐富知識的人員迅速察覺到顧客的需求，並且能因此

快速回應顧客、提供顧客解答。這也可看出跨功能的協調整合，部門間和諧發展不致發

生業務上的衝突。而銷售人員與工程師進行定期地對談，使得產品研發工程師也能以最

快速度聽到顧客聲音，進而設計出顧客最需要的產品。銷售人員也必須具備產品的專業

知識，因此會接受包括銷售以及專業知識的相關課程之訓練。以上都是透過跨功能有效

整合運用公司資源，提供顧客最完善的產品服務組合，設法去回應顧客的問題，創造、

傳遞更完整的顧客價值。而組織架構中的情報系統管理室，也顯示了對市場導向的重

視。由以上分析可見，公司著重及早掌握市場脈動與市場需求，發掘顧客現在與未來的

需求，並跨越功能界限從事顧客價值創造的活動，展現市場導向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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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rigin 

1. 經營理念： 

在顧客導向方面，公司重視廣泛蒐集世界各地的市場情報、探究市場需求，並要發

展「顧客導向」的產品，努力提供真正符合顧客需求的產品與服務、進行產品差異化。

而「隨著顧客的數目增加，公司原創的的產品也會增加」之理念，可看出其以顧客為導

向，不斷依個別顧客發展原創的產品，滿足顧客需求。另外，公司也著手改善組織的體

質，讓組織更為靈活，目的即在使全組織能快速對市場回應，以發揮市場導向的功能。

公司的一切都以能增加社會福祉為依歸，重視整體社會與市場之發展，為社會創造價

值。最後，公司強調開放的文化、強調員工的自我實現，這都有助於公司更廣泛接受各

種資訊，並且激勵員工為顧客創造更卓越的價值與滿意。 

2. 對市場的掌握與回應 

在市場情報蒐集方面，Origin強調從與顧客的互動溝通中發現顧客真正的需求。在

其提案式產品發展過程中會不斷與顧客諮詢和討論，以徹底了解顧客的所有情況，此

外，會從顧客對產品的評估與回饋中，檢驗產品的表現，獲得顧客對產品的意見，並將

這些資料予以儲存，以成為可供後續技術產品發展的有用資訊來源。公司還會藉由不斷

應用其技術去滿足各領域的市場需求，並從中發掘顧客新需求之可能性。在情報的擴散

與回應方面，公司在與顧客溝通的過程中即已不斷將相關情報回饋給組織內部，並透過

本身的專業知識為顧客設想，針對不同的顧客要求提供客製化的商品，不僅滿足顧客已

表達的要求更創造其他的附加價值，提供讓顧客滿意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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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業導向： 

（一）JASCO 

1.經營理念 

雖然公司領導者的思維已從技術導向朝商業導向轉化，但仍不忽略技術之研發，致

力開發技術領先的尖端光學分析儀器。積極鼓勵產品創新，持續提供符合消費者需求的

產品、支持從事風險性的自行開發計畫、預期市場發展的趨勢且不斷率先發明能符合未

來需求的新產品，對未來的問題、需求進行預期與行動，以上這些致力的方向，都顯現

出領導者重視組織所應具有的創業精神（創新性、風險承擔與預應性）。此外，鼓勵員

工不斷學習新的技術、不斷接受挑戰及各式各樣顧客的挑剔，不惜成本提供滿足顧客的

產品或服務，且不任意過濾不利的消息，越是不利越立即採取行動，可見其不畏艱難、

承擔風險及創新的精神。且在理念的轉換之下，公司決策變為以獲利能力為出發點，亦

即重視到技術、產品能否達到商業化的面向，且不斷將自己的核心能力結合週邊事業進

行創新，主動追求新市場、新獲利機會，重視本身技術的商業化與應用，這些也充分顯

示創業導向的精神。而因為有這樣的想法，也才能促使其重視市場及顧客的需求，以創

造出能真正符合顧客需求、讓顧客願意購買的產品，進而帶來企業利潤。 

2. 對市場的掌握與回應 

在創新性方面，公司時常秉持著新觀點和新的思考方式來進行技術和產品的開發。

也不斷審視並針對市場趨勢製造出世界頂尖的分析機器，辨認市場利基機會並提前開發

相對應之產品，例如，開發可在極限狀態下使用之分析儀器，而這同時也是預應性的展

現。在風險承擔方面，公司願意接受顧客各式各樣的訂單，不惜成本與資源投入去開發

能滿足不同顧客需求的技術與產品，可見其願意大膽承受風險。另外，在本身技術即將

耗盡時，公司也會及時再向新技術之研發挑戰、向技術最先端的要求事項挑戰，可看出

其創業精神之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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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rigin 

1.經營理念 

「透過新市場和新技術的成長來創造新價值」、「開創並實現時代新格局」等理念即

已充分展現公司的創業導向精神。公司自成立以來就秉持先驅的精神，不斷強調創新技

術的研發，探求對新的獨創之研究，並從事基礎研究來發展經得起時代考驗的技術，強

調原創性，可見致力於技術與產品的創新是領導者的核心理念。再者，有效利用公司已

研發出來的優異技術與才能，並藉此開創新市場，可看出其強調公司核心能力的發揮，

積極尋求新市場機會，尋找成長的利基與來源，預先規劃新事業領域的版圖，不僅要預

測未來更要創造和定義未來，這些都展現其預應性與創新性的創業導向成分。公司願意

拋棄舊時代的觀念、不斷接受新觀念想法，大膽組織重整以強化企業核心能力，並具全

球化野心，充分展現創業家精神。 

2. 對市場的掌握與回應： 

在創新性方面，公司對技術研發不遺餘力，不論是透過技術授權或是合作開發，設

法進行技術創新。且認為新興產品是公司新事業的契機，因而持續開創新產品，並以技

術領先為目標。總使是舊的產品也會設法為其開創新的市場，進行另一種層次的創新。

而隨著與顧客溝通的成長，公司也不斷從中發現原創產品的開發機會以進行創新。另

外，公司不斷在各領域發展應用自己的技術、發展新市場機會，發展能在日常生活中日

漸重要的產品，都是預應性的表現。而在公司提案式產品開發所研發的技術中，除了顧

客導向的技術，還包括技術/設計導向的技術，後者係針對技術與社會趨勢不斷進行獨特

技術的發展，目的之一是希望能成為滿足長期需求的種子，預先開發能符合未來需求的

技術，這也顯現其創業導向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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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案之形成 

（一）JASCO 

JASCO 新產品提案之形成，主要是透過各種管道廣泛獲取最新、有利或不利的市

場情報，且不惜投入大量資源為顧客提供客製化的服務，從不斷地與顧客交易並用新觀

點、新的思考方式來激盪出顧客新需求，並在每次服務顧客的同時，即已同步提昇本身

的技術能力，因此能夠及時運用這些新技術去開發出能滿足新需求的產品。當產品提案

出現後，公司會主動向其他未表達有此新需求的顧客進行提案。而為增強組織提案式經

營的能力，公司也著重人力資源的培育。例如，「三三三計畫」提昇組織個人的能力以

及技術研發潛力，而不斷注入新血，也可提供研發最新儀器所需要的最新技術支持，並

增加組織的彈性。而組織活化的方式也有助於員工真正有意願去傾聽顧客內心的聲音，

這些都有助於提案之出現。 

（二）Origin 

Origin新產品提案之形成主要可由其「提案式產品開發」所呈現，亦即公司本身著

重於獨自技術的研發，包括技術/設計導向的技術及顧客導向的技術。在開發過程中即透

過與顧客諮詢和溝通的互動方式充分了解顧客，並得到顧客對產品表現的回饋與意見等

資訊，從中察覺到顧客的新需求，並在同步的顧客導向新技術開發下，能及時結合新需

求與新技術來形成一產品提案，並主動提供給顧客。這些提案不僅滿足了原來顧客的要

求，更在公司本身的專業與技術能力之內部運作下，進一步提供專業知識的判斷，讓顧

客得到真正合適的產品，增添了許多附加價值，進而達到更高的顧客滿意。而公司的人

力資源培育也促進了提案式經營的有效運作。例如，公司進行招募新血的計劃，新招募

的正式員工主要以研發部門為主，且公司會主動尋求表現出色的研發人員，都有助於公

司的研發工作之發展，提昇技術研發能力。而改善組織體質讓組織更為靈活，可使組織

更具彈性與動力，以有效率地因應環境衝擊並做出回應，這些也都能促成提案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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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命題發展 

從個案分析中發現，兩家實行提案式經營的個案公司，其高階管理者都具有同時致

力於市場導向與創業導向之經營理念，而這也反映在整個公司的經營方針中，指導著全

公司的信念與價值觀，也形成員工行為的準則。另從營業活動中，也可發現兩家個案公

司都同時進行市場導向與創業導向的活動。雖然在市場導向的分析中，個案公司並沒有

很明顯的競爭者導向，但這可能是由於資料來源的限制以致無法掌握到公司經營的全

貌。不過本研究推論個案公司應該都具有競爭者導向的特徵，因為在高度競爭的環境

中，若企業無法掌握競爭對手的一舉一動，將難以領先對手而成為市場領先者，所謂「知

己知彼，百戰百勝」。因此，仍可推斷個案公司具有市場導向之文化。整體而言，JASCO

強調要跨功能整合地充分掌握、了解市場/顧客需求之情報，甚至不惜投入資金為顧客服

務，並用新的觀點去思考如何回應其需求，創造顧客價值、達成顧客滿意、超越顧客的

期望。同時也強調技術領先，藉此開發出能滿足未來需求且具世界領導地位的創新技術

與產品。而 Origin的領導者也明確強調公司要同時著眼於技術的發展和尋找市場上的需

求，重視與顧客的溝通、徹底了解顧客，並針對個別顧客需求做必要的技術開發，發展

能符合顧客需求且具高附加價值、超越顧客期望的產品，也創造能成為業界標準的新產

品，朝「開創並實現時代的新格局」的目標邁進。以上皆可看出兩家個案公司市場導向

與創業導向互相搭配之經營理念與行為，並都獲得高階管理者支持。 

就理論上而言，「導向」指的是一功能或目標導向支配組織內的思考方式、決策制

定的方式及人們工作的方式之程度（Pearson, 1993）；而組織文化是一種共享的價值

和信念，可幫助個人了解組織的功能，提供他們在組織中行為的準則（Deshpande & 

Webster, 1989）。因此，市場導向與創業導向都可被視為組織文化的一部分，同時包

含理念與行為。而組織文化的形成又是高度受領導者所影響，組織的導向是高度依賴高

階管理者的能力及所致力的方向（Changanti & Sambharya, 1987）。所以，不論從個案

公司領導者的理念與致力之方向，以及組織實際的行動等層面，都流露著市場導向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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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導向互相結合之組織文化。個案公司領導者致力於市場導向與創業導向之信念，確實

也支配了整個公司導向的形成，並在組織實際行動中表現出來。 

另一方面，就同時結合市場導向與創業導向之趨勢與優越性而言，也紛紛在理論與

實務上被提倡與證實（例如，Foxall, 1984; Murray, 1981; Morris & Paul, 1987; Hamel & 

Prahalad, 1994; Slater & Narver, 1995; Day, 1999; Matsuno, Mentzer & Ozsomer, 

2002; Atuahene-Gima & Ko, 2001），事實上在驅動市場策略的概念架構中，也隱含了

組織要同時建立創業導向和市場導向之組織文化（Carrillat, Jaramillo & Locander, 

2004），因為有機型態與市場型態的文化即分別是創業導向與市場導向文化，並要有高

階管理者的支持（Matsuno, Mentzer & Ozsomer, 2002; Carrillat, Jaramillo & Locander, 

2004），以促使組織得以驅動市場。 

綜合以上，在個案實務的做法和文獻理論的見解兩者相互呼應之下，本研究認為提

案式經營的成功必須同時具有市場導向與創業導向互相搭配之組織文化，且高階管理者

的支持是很重要的關鍵因素。因此提出以下命題： 

命題一：提案式經營的成功必須建立市場導向與創業導向互相搭配之組織文化，且

必須有高階管理者的支持。 

從個案分析中發現，提案式經營的公司會將與市場、顧客互動所獲得的情報、知識

進行處理，以創新或專業的觀點予以分析，洞察顧客內心真正的聲音、發掘顧客潛在的

或無法清楚表達的新需求。且經由每次的顧客服務或諮詢商談，公司會對新需求進行同

歩或領先的相關新技術發展，以便及時開發出能滿足顧客真正需求的高附加價值產品，

因應新需求。亦即，個案公司能在同時掌握顧客新需求且開發相關新技術後，將新需求

與新技術精準地互相搭配以形成一新產品提案，並主動提供給未察覺到此需求的顧客，

進而超越顧客的期望，讓顧客滿意、感動，得到更多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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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理論上而言，成功地將顧客價值機會和組織能力結合是最重要的行銷活動之一

（Craven et al., 1998），且是欲藉由關鍵資源的辨認、發展、展開，以創造卓越產品

或服務所必要的（例如，Day, 1994; Johnston et al., 2003; Locander, 1989）。顧客價

值的躍進，會在轉化卓越技術或市場能力之創新中產生出來（Kumar, Scheer & Kotler, 

2000）。顧客價值指的是顧客對他們的需求是如何被達成的知覺（Goodstein et al., 

1998），因此顧客價值機會即可以說是廠商運用卓越方法幫顧客滿足其需求之機會，企

業必須了解顧客需求是如何演化，並發展創新解決方案去迎合這些需求（D’Aveni, 

1994）。所以，個案公司所發掘到的顧客新需求事實上就是一個為顧客創造價值之機會。

另一方面，個案公司的新技術能力即是卓越廠商能力中的一環。Carrillat, Jaramillo & 

Locander（2004）曾舉例提出，所謂的卓越廠商能力可以包括洞察潛在需求的能力（例

如 Starbucks）及獨特的技術能力（例如 Sony）。因此，個案公司將新需求與新技術互

相搭配以形成提案的方式，事實上即和理論中將顧客價值機會與卓越廠商能力進行搭配

以創造卓越的產品/服務之論點相呼應，將能產生顧客價值的躍進。 

綜合以上，在個案實務的做法和文獻理論的見解兩者相互呼應之下，本研究認為提

案式經營中，新產品/服務提案是經由新需求與新技術互相搭配的方式所形成。因此提出

以下命題： 

命題二：提案式經營是透過新需求與新技術的互相搭配以形成提案。 

從個案分析中發現，就個別而言，個案公司的市場導向特質使得公司能夠全組織地

著眼於市場上所有相關情報的獲得、傳播與回應，深入了解市場並發掘顧客潛在的需

求。例如：JASCO 組織架構中即有專屬的情報系統管理室，並有許多與顧客接觸的機

制以獲取顧客情報，如全國服務中心、全國代理店網、與顧客直接技術商談的方式，每

年 1-2月還會主動到顧客公司聆聽顧客抱怨、實地了解客戶公司經營的目標及其所面臨

的困難與問題等。也會把握每次對顧客提供產品或服務的過程中，從中掌握顧客的需求

及趨勢。而公司強調以技術者專業的觀點來進行營業銷售活動，也有助於迅速覺察到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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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的需求，並且快速回應顧客、提供顧客解答。至於 Origin，則特別著重在產品開發過

程中與顧客進行諮詢溝通。另一方面，個案公司創業導向的特質，也有助於個案公司企

圖以預應的方式預期市場上的利基與成長機會，並願意投入資源從事具風險的前瞻性技

術研發與產品創新等，有助於新技術的發展。 

而事實上，創業導向也與市場導向互相搭配、相輔相成地運作。例如：JASCO 在

研發活動上，著重於及早掌握到市場趨勢與市場需求，並時常秉持著創新的方式來思考

情報，發掘顧客內心真正卻尚未表達的需求，進行新技術和產品的開發。此外，甘於對

顧客所提出的訂單照單全收，縱使當時可能不賺錢或虧本，具高度風險承擔性。而這隨

之而來的將是公司有洞察到顧客潛在需求之機會，並同時進行相關的技術研發，這也使

得技術商業化的可能性增加，進而達到企業成功。而 Origin也是同時致力於新需求的發

掘與新技術的研發，其具特色的提案式產品開發流程，會根據顧客需求發展相關的技

術，讓其研發的技術能真正發揮製造出符合顧客需求的產品，達到商業化。另外，也以

長期的觀點，掌握技術和社會的趨勢進行基礎研究，以預先因應未來長期的顧客需求。

從以上許多個案公司的實際做法中，都充分顯現在市場導向與創業導向文化互相搭配運

作之下，能促進公司發掘顧客新需求，並同時擁有新技術，因此能夠及時有效地將兩者

精準搭配以創造出符合顧客需求的新產品提案，不致有落後的情形。 

就理論上而言，產品創新被認為是很重要的策略活動，而市場導向與創業導向之結

合也已被證實能帶來卓越的產品創新與表現（Atuahene-Gima & Ko, 2001），結合兩種

導向之新產品將能同時擁有先驅技術和市場優勢，因為這些公司已有能力去解決伴隨著

這種創新之發展、行銷而來的行銷上與技術上之不確定性（Hamel & Prahalad, 1994; 

Olleros, 1986）。因此，一家有效結合兩種導向的公司，對於他現有和未來的顧客、競

爭者與其他環境情況可以有較佳的了解，也因而會有較好的整體適應性及環境管理能

力，以迎合顧客需求（Atuahene-Gima & Ko, 2001）。另外，同時具有市場導向和創業

導向文化的驅動市場廠商，會採用前瞻感官的方法，以獲取科技進步水準的知識（Ku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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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er & Kotler, 2000）、發展所需技術，並使廠商不僅能回應且能產生可改變市場結構

的新概念及想法（Harris & Cai, 2002）。可見結合市場導向和創業導向的組織文化搭配，

將有助於產品技術創新並洞察到市場上的新需求與趨勢，進而搭配兩者以形成卓越的提

案。 

綜合以上，在個案實務的做法和文獻理論的見解兩者相互呼應之下，本研究認為提

案式經營在市場導向與創業導向的組織文化搭配下，將有助於新需求與新技術之掌握並

互相搭配以形成卓越的提案。因此提出以下命題： 

命題三：提案式經營中，市場導向與創業導向之文化搭配，能夠有效促進新需求與

新技術之搭配。 

從個案分析中發現，兩家個案公司的提案式經營都為顧客創造卓越的價值，因為其

提案的產生是奠基於充分了解顧客，不僅是顧客公司本身還包括其價值鍊、掌握顧客所

欲達到的結果與追求的目標、洞悉市場趨勢，因此提案將能滿足顧客真正的需求、幫助

顧客達成目標。對顧客而言，由於提案滿足了潛在或未表達的需求、提供了更多的附加

價值，使他們感到驚訝，不僅能幫助顧客達成目標帶來顧客成功，也讓顧客滿意更讓顧

客感動，這些都是個案公司所特別強調且實際傳達給顧客的。由於提案之形成融入了與

顧客的互動，例如：JASCO 會與顧客做技術商談、請顧客提供未來產品設計的建議以

研發出滿足顧客未來需求之產品；Origin會不斷與顧客溝通諮詢等，能夠掌握到顧客真

正的需求，因此也更能傳遞真正的顧客價值。 

另一方面，在提案式經營下，個案公司不斷尋求且都成功地開創新的市場，其市場

佔有率也證明了公司具有領導地位的優勢，甚至能夠建立市場的遊戲規則成為業界的標

準。例如：JASCO 秉持技術領先、速度經營之理念，研發市場上最新產品，不斷致力

於及早掌握市場趨勢，致力於創造出世界頂尖的分析機器等，而其用公司本身獨特的核

心技術所製成的產品，為其產品在世界光譜分析儀市場上，締造 90﹪的佔有率，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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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世界領導、前瞻者的特性，雖然在業界只是屬於利基市場，但是卻擁有足以自豪且具

世界頂尖佔有率之產品；至於 Origin則秉持開創並實現時代新格局之理念，不斷努力去

預測未來，並創造和定義未來，藉由用新技術來開創新市場，持續對社會發展的貢獻。

其獨特的技術是業界的標準，常開發出業界標準的產品且擁有高度的市場佔有率，引導

市場的發展，建立市場上的遊戲規則。可見提案式經營能夠創造卓越的顧客價值，並使

公司能在競爭激烈、不斷汰舊換新的環境中，持續為顧客創造創新價值、開創新市場、

具世界領導地位以及引導時代潮流、建立市場遊戲規則的優勢。 

就理論上而言，商品組合是一種價值傳遞的載具（吳思華，1996），而提案即是一

種企業提供（offering），因此也具有能傳遞價值的功能。價值的高低主要來自顧客的

主觀認知，企業需從顧客的需求出發，並嘗試從各種觀點，來創造別樹一格的價值，以

維持企業長期競爭優勢（吳思華，1996）。企業必須了解顧客需求是如何演化，並發展

創新解決方案去迎合這些需求（D’Aveni, 1994）、達到顧客的渴望價值以獲得未來的競

爭優勢（Woodruff, 1997）。且企業必須能夠辨認出顧客未能清楚表達的需求，才能創

造更多的價值給顧客，也才能帶來更多的競爭優勢（Salz, 2001）。而為了要創造更高

的顧客價值與顧客滿意，企業應該要了解顧客在使用情境中所要或想避免的結果，以及

那些結果所欲達到的目標，而非只是提供產品或注重產品的屬性（Woodruff, 1997），

亦即應思考如何幫助顧客達成其成功目標，將顧客視為公司的一部分，並以企業本身對

產業或市場特殊獨到的觀點來告訴顧客真正的需求為何，以達到顧客成功（Tayles, 

2002）。在這種情況下所創造出來的顧客價值才是真正符合顧客需求的價值，能夠超出

顧客的慾望或所期望的，使顧客獲得大感意外的價值，也因此能夠差異化顧客價值，帶

來更多的附加價值。而價值開創過程中融入與顧客的互動，與顧客合作，才能創造真正

符合顧客需求的價值（Edvinsson & Maline, 1997），顧客價值之機會將隨著較多的顧

客互動融入企業交易中而達成，並對企業績效帶來更多正面的影響（Carrillat, Jaramillo 

& Locander, 2004）。因此，提案式經營的運作即可為顧客創造價值，並在顧客互動中

創造真正卓越的顧客價值，也將能進一步帶來企業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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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驅動市場在概念上同時包含了價值創造、引導改變，和領導地位的構面。

創造價值包括了顧客價值的不連續式躍進和新市場創造（Hills & Sarin , 2003），而提案

式經營廠商的運作即是能夠不斷透過技術或行銷上的突破且在提案式經營模式的支持

之下，持續創造顧客價值的不連續式躍進並開創新的市場，因此能有創造價值方面的優

勢。在引導改變方面，除了教育顧客有關產品的屬性和利益外（Carpenter & Nakamoto, 

1989; Kumar, Scheer & Kotler, 2000），驅動市場廠商能夠改變並創造市場競爭者、同

盟者、潛在夥伴、投資者和其他產業層次的行動者之態度、行為和架構（Hill, 1997; 

Dhapiro & Varian 1999; Jaworski, Kohli & Sahay, 2000），且能主動去影響產業改變

（Hills & Sarin, 2003）。這點也和提案式經營廠商能夠早掌握市場的脈動，縱使在條件

不利之下仍有能力去開創新市場、改變市場態勢、影響產業改變相呼應，因此具有引導

市場發展、創造市場遊戲規則的優勢。至於在領導地位的部分，驅動市場廠商能領導市

場/產業能進入一未探險過的領域，且較有能力去獲得持久競爭優勢（Jaworski, Kohli & 

Sahay, 2000）。其主要之目標在於影響產業的演化朝向其本身所擁有的優勢和能力之

方向發展，並從這樣的演化中獲得長期競爭優勢（Hills & Sarin, 2003）。而提案式經營

廠商所開發出來的產品、技術也都能擁有市場先驅領導者的地位、有高度的市場佔有

率，並秉持技術領先的優勢不斷開發出能成為業界標準的產品，主導產業演化方向朝公

司本身的發展方向前進，因此也具備領導地位的競爭優勢。由此可知，提案式經營能夠

帶來包括價值創造、引導改變和成為領導地位之驅動市場的競爭優勢。 

綜合以上，在個案實務的做法和文獻理論的見解兩者相互呼應之下，本研究認為提

案式經營能夠創造卓越的顧客價值，並因此獲得得以驅動市場的競爭優勢，包括能夠持

續創造顧客價值不連續式的躍進、開創新市場，引導市場改變、建立市場遊戲規則，並

成為市場上的先驅者、領導者。因此提出以下命題： 

命題四：提案式經營可以透過卓越的顧客價值創造進而帶來價值創造、改變市場、

領導地位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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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概念性模式建構 

從上節所發展的四個命題可以建構本研究的提案式經營概念性模式，如圖 4-1所示。 

 

市場導向 創業導向 
文化

搭配

 

卓越顧客價值 

競爭優勢 
價值創造 
改變市場 
領導地位 

搭配：

【提案】 新技術 新需求 

高階管理階層支持 
 

 

 

 

 

 

 

 

 

 

圖 4-1：提案式經營之概念性模式 

此圖說明了提案式經營首先要有高階管理者同時支持市場導向與創業導向組織文

化之建立，用以支配組織內的思考方式、決策制定方式及員工的行動方式。因為高階管

理者的經營理念、所致力的方向與能力，將會影響組織文化以及組織導向的形成。而在

市場導向與創業導向文化的互相搭配下，廠商將有意願與實際行動跨功能部門地去廣泛

蒐集、擴散市場情報、願意投入資源去進行市場學習的活動、用新的觀點和思考方式去

看待情報、從情報中發掘潛在的、未來的顧客需求、新的顧客價值機會、透過全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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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預先規劃因應之道。而為了能夠及時抓住市場機會，提案式經營也能使廠商有意願

與實際行動同時自發性地從事顧客需求導向的新技術開發，用以製造出能滿足顧客新需

求的產品。另一方面，也能洞察到社會和技術趨勢並據此進行基礎研究，願意承擔風險

地預先從事能滿足未來顧客需求的新技術研發，以長期為導向。因此，在兩導向的文化

搭配、相輔相成之運作下，廠商將能夠看得到市場新需求、發現利基，並同步發展實現

該需求的技術相關能力，不致有技術落後的情形，因此能有效促進新需求與新技術之精

準搭配形成一創新的產品提案。由於這個新產品構想是奠基於顧客潛在、尚未表達的需

求，還沒有顧客發掘或表達出此需求，且已用領先技術將產品具體呈現出來，因此廠商

可以主動向顧客進行提案。對顧客而言，這個新提案是在充分了解顧客和市場情況下開

發出來，考慮到顧客切身相關的事情，也了解顧客欲得到的結果與欲追求的目標，甚至

也考慮到顧客的顧客之引申性需求，因此能夠為顧客帶來大感意外的價值、幫助顧客成

功、創造真正卓越的顧客價值、帶來最高的整體顧客滿意、讓顧客感動。且隨之而來的，

將是能夠為廠商建立得以驅動市場的競爭優勢，是一種可以持續創造顧客價值的不連續

式躍進、開創新市場的價值創造優勢，一種可以改變市場遊戲規則、引導市場改變的優

勢，及一種成為市場先驅領導者的優勢。 

 

 

 

 

 

 

 


